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

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要點 
 

 中華民國105年08月18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50100363B號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106年07月05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60074519B號令修訂發布 

中華民國107年07月30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70091826B號令修訂發布 

中華民國108年07月02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80070070B號令修訂發布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培育師資生成為具國際視野之未來教師，

並強化師資生國際素養，增進其文化理解、人文關懷、國際體驗及

培養語言能力，鼓勵師資生至國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海

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以下簡稱國外學校)學習新知及

提升其至國外學校任教之意願、鼓勵實踐國際史懷哲關懷弱勢、專

業服務之精神，以發揮教育大愛，並促進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簡稱

學校)與國外學校教育交流，特依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訂

定本要點。 

二、 補助類型： 

(一) 國外教育見習計畫：學校選送師資生赴已開發國家學校(如附

表一)、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如附表二)進行教

育見習。 

(二)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學校選送實習學生赴已開發國家學校(如

附表一)、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如附表二)進行

教育實習。 

(三) 國際史懷哲計畫：學校選送師資生赴開發中國家學校(如附表

一)進行關懷服務。 

三、 申請期程及條件： 

(一) 申請期程：學校應參與本部辦理之相關說明會，並於本部公告

期限內提出申請。 

(二) 申請條件： 

1、 國外教育見習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

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推薦師資生至少五人參與。 

2、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



擔任計畫主持人，並推薦實習學生至少二人參與。 

3、 國際史懷哲計畫：應薦派具教育實習指導經驗之教師一人擔

任計畫主持人，並推薦師資生至少五人參與。 

(三) 學校選送師資生及實習學生應訂定評選基準，被選送者並應符

合下列資格： 

1、 參與國外教育見習計畫或國際史懷哲計畫之師資生，應具大

二以上在校生資格，並修滿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專業課程規定

學分數達三分之一。 

2、 參與國外教育實習計畫之實習學生，應具師資培育之大學及

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三條規定之資格。 

3、 師資生及實習學生應具備獲推薦參與國外課程之語言能力，

或相當於 B1 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並取得相關證明文

件；參與國外教育見習計畫、赴馬來西亞獨立中學或海外臺

灣學校者，得依學校訂定之低一級語言能力基準，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 

4、 被選送者應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四、 補助原則及基準： 

(一) 共同原則： 

1、 本要點之補助均為經常門，採競爭性方式擇優辦理，並以部

分補助為原則。 

2、 學校申請各補助類型應提出相關配合款，其配合款不得少於

本部核定總計畫額度之百分之二十，其中得包括師資生自籌

款，至多不超過百分之十。 

(二) 申請件數：國外教育見習計畫、國外教育實習計畫及國際史懷

哲計畫之補助，每校依師資類科申請，申請件數至多五件。 

(三) 計畫執行期程：計畫經本部核定後，學校應依執行期限辦理

完畢。如因不可抗力因素而有延期之必要，得報經本部同

意，至多展延一年。 



(四) 國外教育見習期間，不得少於十三日；國際史懷哲計畫期間不

得少於二週(上述期間均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日)；補助額度

每件不超過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如附表三)。 

(五) 國外教育實習期間，不得少於二個月(不包括來回途程交通時

日)，未滿六個月者，應於返國後補足；補助額度每件不超過四

百萬元(如附表四)。 

(六) 補助項目： 

1、 學校業務費： 

(1) 國內、外增能課程費、教材教具購置與研發費、交通費、

保險費、印刷費及其他相關必要支出。 

(2) 行前教育培訓、成果發表費用及雜支。 

(3) 國內、外學校教師講座鐘點費及相關指導費。 

(4) 國外學校禮品交際費，以購置具我國文創特色商品為原

則，且不得超過一萬元。 

2、 師資生、實習學生及陪同教師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費用至多

九成，並以一次為限；師資生及實習學生符合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規

定，得全額補助。 

3、 師資生及實習學生生活費；單一計畫申請人數超過十二人者，

以十二人計。 

4、 陪同教師教育見習十三天、國際史懷哲二週及教育實習七天

之生活費。 

5、 本部指定學校辦理國外教學工作坊或研習等活動之費用，最

低補助十萬元，最高補助不超過四十萬元。 

6、 其他費用：因計畫執行需要，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覈實編列之費用。 

(七) 第四款及第五款補助額度，依本部年度預算經費、學校計畫參

與人數及審核結果，酌予增減。 

(八) 補助限制：本要點之補助，每人以二次為限。師資生就國外教

育見習計畫及國際史懷哲計畫僅得擇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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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一) 學校應組成評選小組，訂定評選相關規定，並公開辦理評選，

其中評選小組應置評選委員至少三人，並由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中心之主管擔任召集人；如有特殊需求考量，得經校長同意指

派一級主管擔任召集人；評選小組成員不得同時為被選送者。

另評選結果應報經校長同意。 

(二) 學校應於本部公告期限內，備文檢附計畫書、評選結果會議紀

錄、校內評選辦法、被選送者名單、被選送者外國語言能力證

明文件、被選送者修習教育學程等相關資料一式五份及光碟一

份，送達本部指定之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辦理評審；逾期送達、

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三) 申請計畫資料規格，由本部統一於本部全球資訊網/師資培育

及藝術教育司項下公告。 

(四) 本部得指定機關學校或專業機構組成評審小組辦理評審；受聘

委員辦理評審作業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迴避之規定。 

(五) 評審程序： 

1、 評審原則由評審小組召開會議研定之。 

2、 評審小組以學校所送文件為評審依據，必要時得邀請學校至

指定地點進行面談。 

3、 審查作業有關爭議事宜，經評審小組審議後，報本部決定。 

(六) 審查基準： 

1、 國外教育見習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三十五分)：包括計畫目標及預期成

果、建立與國外見習學校合作機制、安排被選送者赴國外

學校教育見習機制、補助經費支用原則、成果發表及相關

配套措施(配合款及校內之人力、經費及設備支援、師生

課務及請假機制)。 

(2) 校內評選審查機制(占十五分)：包括校內計畫及被選送者

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三十分)：包括計畫

整體必要性、重要性、具創新性與特色、與國內師資培育

課程之關聯、預期效益、預定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二十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

成效指標與評估考核機制、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及

前次執行成效。 

2、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三十五分)：包括計畫目標及預期成

果、建立與國外學校合作辦理教育實習機制、安排被選送

者赴國外學校實習機制、補助經費支用原則、回國銜接教

育實習課程機制、成果發表及相關配套措施(配合款及校

內之人力、經費及設備支援、師生課務及請假機制)。 

(2) 校內評選審查機制(占十五分)：包括校內計畫案及被選送

者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三十分)：包括計畫

整體必要性、重要性、具創新性與特色、預期績效、預定

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二十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

成效指標與評估考核機制、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及

前次執行成效。 

3、 國際史懷哲計畫： 

(1) 計畫整體配套措施(占三十五分)：包括計畫目標及預期成

果、建立與國外學校合作辦理國際教育志工機制、安排被

選送者赴國外學校擔任國際教育志工機制、補助經費支用

原則、回國銜接教育課程機制、成果發表及相關配套措施

(配合款及校內之人力、經費及設備支援、師生課務及請

假機制)。 

(2) 校內評選審查機制(占十五分)：包括校內計畫及被選送者

評選基準、校內審查程序、申請計畫案經費之規定。 



(3) 計畫實施之具體策略、效益及特色(占三十分)：包括計畫

整體必要性、重要性、具創新性與特色、預期績效、預定

選送人數及鼓勵措施。 

(4) 經費合理與成效符應性(占二十分)：包括建立適切之預期

成效指標與評估考核機制、編列各項經費項目之適切性及

前次執行成效。 

六、 經費請撥及結報： 

(一) 通過審查之學校，應自計畫核定日起一個月內，依核定之金額，

備文檢送領據、修正後經費申請表及計畫各一份，逕送本部辦

理經費核撥。 

(二)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補助款應專款專用，機票費不得流用，餘

款須繳回，非經本部同意，不得任意變更。經費執行及結報作

業，應依本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三) 結案應檢附成果報告、與國外學校及被選送者簽訂之行政契約

書及計畫執行率說明表，連同本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各

一份，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後二個月內，送本部辦理結案(覈

實報支)。 

(四) 本計畫執行過程，本部得隨時派員查核進度與帳目；計畫執行

成效不佳或不實支出，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助經費外，由本部

依相關規定懲處。如有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檢察機關

依法辦理。 

(五) 同一計畫已依本部其他補助規定獲補助者，不得依本要點重複

申請補助；重複申請者，取消其補助資格，原補助經費應繳回，

且二年內不得再向本部提出其他補助申請案。 

(六) 計畫執行成果，應刊登於學校特定網站及本部全國教育實習資

訊平臺，以續傳國外教育實習、教育見習及國際史懷哲經驗，

供辦理師資培育相關單位參考。 

七、 學校及被選送者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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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校應於被選送者出國前二週，填寫被選送者個人基本資料，

完成出國登錄，以確實掌握被選送者國外動向及安全，並給予

適當協助。 

(二) 學校應與被選送者共同簽訂行政契約書，規範渠等在國外行為。 

(三) 學校應依計畫確實執行；如有違反規定或執行不實情形，學校

應將補助款全額繳還本部，且不得於下年度再提出申請計畫。 

(四) 被選送者(包括在校師資生及實習學生)於赴國外期間，應保有

學校學籍(應屆畢業生除外)；國外課程結束後，應返回原學校

報到，配合學校撰擬成果報告及參與經驗分享活動。違反者，

由學校依行政契約書規定負責追償全數補助款，並繳還本部。 

(五) 學校應確實督導各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案，並應依當地國法令

規定協助被選送者申請可於當地國境內從事教育見習、教育實

習或國際史懷哲服務之簽證，確保執行各該計畫之合法性。 

(六) 被選送者之成果報告經本部評選為佳作者，須填寫著作財產權

授權契約書，其成果報告同意無償、非專屬性授權本部運用圖

片與說明文字及其他相關資料、製作成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

形式檔案，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映、公開

播送及網路線上閱覽。如因教學研究之需求，本部得重製該成

果資料，不另支付酬勞或任何費用，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 

(七) 被選送者應參加本部舉辦之行前培訓營、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

座談會，並配合本部後續推展之活動。 

(八) 計畫執行完畢後，學校應於校內舉辦被選送者經驗分享座談會。 

八、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國際來回機票之編列，以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為限，並以搭

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為優先。 

(二) 師資生參與教育見習課程計畫或國際史懷哲計畫，不得與半年

教育實習重疊。 

(三) 國際史懷哲計畫以課業輔導與發展及學習活動為主，涵蓋品德、

生活及生涯規劃輔導活動，並將實踐國際史懷哲精神之教育情

操融入服務計畫中，且服務需滿四十小時。  



附表一 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計畫國家區分表 

類別        

區域 
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計畫 國際史懷哲計畫 

亞洲 

新加坡、香港、澳門、韓國（南

韓）、日本、汶萊、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科威特、以色列、沙烏地阿

拉伯、巴林、卡達 

大陸地區、蒙古、泰國、越南、印尼、馬

來西亞、寮國、菲律賓、緬甸、柬埔寨、

尼泊爾、不丹、印度、孟加拉、斯里蘭

卡、土耳其、哈薩克、塔吉克、喬治亞、

土庫曼、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烏茲別

克、摩爾多瓦、吉爾吉斯、巴勒斯坦、阿

曼、伊朗、黎巴嫩、約旦、伊拉克、葉

門、巴基斯坦、阿富汗、敘利亞 

美洲 

加拿大、美國、智利、阿根廷 墨西哥、巴西、古巴、烏拉圭、巴哈馬、

巴拿馬、秘魯、哥斯大黎加、委內瑞拉、

哥倫比亞、多明尼加、巴貝多、安地卡及

巴布達、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格瑞那

達、厄瓜多爾、聖露西亞、多明尼加、薩

爾瓦多、玻利維亞、蘇利南共和國、貝里

斯、巴拉圭、宏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

馬拉、海地、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千里達

及托貝哥、蓋亞那 

大洋洲 

澳大利亞、紐西蘭 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密克羅尼西亞聯

邦、東帝汶、吉里巴斯、帛琉、馬爾地

夫、東加王國、索羅門群島、萬那杜、薩

摩亞 

歐洲 

挪威、瑞士、德國、丹麥、荷蘭、

愛爾蘭、冰島、瑞典、英國、法

國、盧森堡、比利時、芬蘭、奧地

利、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匈

牙利、斯洛文尼亞、列支敦斯登、

捷克、希臘、愛沙尼亞、拉脫維

亞、波蘭、立陶宛、安道爾、馬爾

他、俄羅斯、斯洛伐克、羅馬尼

亞、塞普勒斯、克羅埃西亞、蒙特

內哥羅 

白俄羅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阿爾巴

尼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烏克蘭 

備註：其他地區及國家，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審查後決定之。 



附表二 非以國家別區分之國外教育實習、教育見習計畫合作機構 

類別 學校名稱 

大陸地區臺商學校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台商子女學校、上海台商

子女學校。 

海外臺灣學校 
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印尼泗水臺灣學校、越南胡

志明市臺灣學校、馬來西亞吉隆坡臺灣學校 

 



附表三 國外教育見習計畫及國際史懷哲計畫補助基準 

單位：新臺幣 

區域及國家 機票費用 

師資生生活費 

（每位，超過十二

人以十二人計） 

師資培育之大學 

陪同教師 

生活費 
業務費 

亞洲地區 

中國大陸 1、 補助被選送者

國際來回經濟

艙機票至多九

成。 

2、 符合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審核認定之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規定

者，得全額補

助。 

25,000 32,000 50,000 

印度 30,000 45,000 100,000 

以色列 35,000 42,000 100,000 

日本 25,000 38,000 70,000 

韓國 25,000 35,000 70,000 

美洲 美國 35,000 42,000 100,000 

大洋洲 
澳大利亞 30,000 35,000 100,000 

紐西蘭 30,000 35,000 100,000 

歐洲  35,000 42,000 100,000 

東南亞 

新加坡 32,000 45,000 100,000 

馬來西亞、

泰國 
32,000 32,000 100,000 

越南、印尼

等 
28,000 28,000 100,000 

備註：其他地區及國家，補助額度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審查後決定之。 

AB6122
螢光標示



附表四 國外教育實習計畫補助基準 

         單位：新臺幣 

區域及國家 機票費用 

實習學生生活費 

（每位，超過十二人以

十二人計） 

師資培育之大學 

2個月 6個月 
陪同教師 

生活費 
業務費 

亞洲地區 

以色列 
1、 補助被選送者

國際來回經濟

艙機票至多九

成。 

2、 符合戶籍所在

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審核認定之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規定

者，得全額補

助。 

70,000 240,000 30,000 200,000 

日本 40,000 150,000 25,000 100,000 

韓國 40,000 150,000 25,000 100,000 

美洲 美國 70,000 240,000 30,000 200,000 

大洋洲 

澳大利亞 60,000 210,000 25,000 200,000 

紐西蘭 60,000 210,000 25,000 200,000 

歐洲  70,000 240,000 30,000 200,000 

東南亞 新加坡 60,000 210,000 30,000 200,000 

備註：其他地區及國家，補助額度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審查後決定之。 


